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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血管性痴呆患者血压变异性特点及其临床意义的初步研究

李培越 、 王　莉 、 冉　琼 、 秦红艳

【摘要】目的　探讨老年血管性痴呆患者血压变异性特点及临床意义。方法　将我院收治的血管

性痴呆老年患者 50 例作为观察组，同时收集 50 例健康老年人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血压变异

性，同时分析血管性痴呆患者血压变异性与简易智能状态量表评分（MMSE）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

表评分（ADL）的相关性。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 24h 收缩压变异性显著增加（14.58±

4.39 vs.10.58±3.71，P= 0.000）；24h 舒张压变异性显著增加（13.58±3.92 vs. 9.12±3.15，P= 0.000）。

Pearson 线性相关性分析显示 24h 收缩压变异性与 MMSE 和 ADL 显著负相关（r= -0.258 和 -0.214，

P< 0.05）。结论　血管性痴呆老年患者 24h 收缩压变异性增大，且可能与患者神经功能障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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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
mentia　LI Peiyue，WANG Li，RAN Qiong，et al. Dazhou Central Hospital，Dazhou 63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 Methods　A total of 50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 admitted to our hos-

pital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while 50 healthy elderly were col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of the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Moreover，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and mini-mental state of examination（MMSE）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were studied. Result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got an elevated level of 24 hours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14.58±4.39 vs.10.58±3.71，P=0.000），and iastolic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13.58±3.92 

vs.9.12±3.15，P=0.000）. Pearson linear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24h systolic pressure variability was sig-

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MSE and ADL（r= -0.258 and -0.214，P<0.05）. Conclusion　The 24 hours 

systolic pressure variabilit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 increases，and it maybe be related to the neuro-

logical dysfunction.

【Key words】Vascular dementia；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Elderly 

［作者工作单位］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达州，635000）。

［第一作者简介］李培越（1973.08-），女，四川达州人，本科，副主任护师，研究方向：老年护理。

［通讯作者］李培越 (Email：376238414@qq.com)。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及高血压、脑卒中等发病率

的增加，目前血管性痴呆发病率有上升趋势。血管

性痴呆严重危害了老年患者生存质量，增加了社会

负担，降低家庭幸福感。2015 年王自豪等研究显示

与单纯高血压患者相比，高血压合并血管性痴呆的

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等变异性显著增大［1］。然而该

研究未深入探讨血压变异性在血管性痴呆患者中的

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取得医学伦理机构审批，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连续性收集我院收治的血管性痴呆

患者 50 例为观察组，同时收集 50 例健康老年人作

为对照组。观察组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年龄范

围为 60～81 岁，平均年龄为 69.82±4.38 岁，大学

或以上学历 37 例，大学以下学历 13 例，23 例有长

期吸烟史（>1 年），身体体重指数范围为 19.12kg/

m2～32.73kg/m2，平均身体体重指数为 24.22±2.93kg/

m 2；对照组男性 31 例，女性 19 例，年龄范围为

60～82 岁，平均年龄为（70.12±4.51）岁，大学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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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历 35 例，大学以下学历 15 例，25 例有长期吸

烟史，身体体重指数范围为 19.27～33.08kg/m2，平

均身体体重指数为 24.17±2.81kg/m2。两组患者性别、

年龄、教育程度、吸烟史和身体体重指数等无统计

学差异（P>0.05）。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血管性痴呆患者纳入标准：⑴血管性痴呆（符合

NINDS-AIREN 标准）；⑵年龄≥ 60 岁；⑶同意参与

本研究。排除标准：⑴阿尔茨海默病；⑵先天性愚型；

⑶头颅外伤；⑷癫痫；⑸其他原因导致的认知功能障

碍；⑹恶性肿瘤；⑺肾动脉狭窄；⑻肝肾等脏器功能

不全；⑼嗜铬细胞瘤；⑽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继发性高

血压病；⑾合并恶性肿瘤；⑿合并心肌梗死或心力衰

竭。同期纳入 50 例健康老年人作为对照组（年龄和

性别与观察组大致匹配，且均无上述疾病）。

1.3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包括血压变异性、简易智能状态量表

评分（mini-mental state of examination，MMSE）和日

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评分（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⑶血压变异性：采用 Spacelabs90217 动态血

压监测仪检测患者 24 小时收缩压 / 舒张压变异性、

24 小时平均收缩压 / 舒张压。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2.0 完成数据分析，P<0.05 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两组研究对象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分析；两组计量数据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线

性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两组研究对象血压变异性差异 

两组研究对象 24h 收缩压和 24h 舒张压均无统

计学差异（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

24h 收缩压变异性显著增加（14.58±4.39 vs.10.58±

3.71，P=0.000）；24h 舒张压变异性显著增加（13.58
±3.92 vs.9.12±3.15，P=0.000），见表 1。

2.2　两组研究对象 MMSE 和 ADL 评分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 MMSE 评分显著降低

（15.73±5.29 vs.27.57±1.28，P=0.000）；ADL 评分

显著降低（23.58±5.91 vs.54.62±4.17，P=0.000），

见表 2。

2.3　血管性痴呆患者血压变异性与 MMSE 和

ADL 评分的相关性 

Pearson 线性相关性分析显示 24h 收缩压变异性

与 MMSE 和 ADL 显著负相关（r= -0.258 和 -0.214，

P<0.05），见表 3。

表1　两组患者血压变异性差异（x±s）

类别 n 24h收缩压（mmHg） 24h舒张压（mmHg） 24收缩压变异性 24h舒张压变异性

观察组 50 142.48±18.48 93.58±15.58 14.58±4.39 13.58±3.92

对照组 50 138.38±19.41 89.84±14.75 10.58±3.71 9.12±3.15

t 值 1.082 1.233 4.921 6.271

P 值 0.282 0.221 0.000 0.000

表2　两组研究对象简易智能状态量表评分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评分比较（x±s，分）

类别 n 简易智能状态量表评分 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评分

观察组 50 15.73±5.29 23.58±5.91

对照组 50 27.57±1.28 54.62±4.17

t 值 15.382 30.345

P 值 0.000 0.000

表3　血管性痴呆患者血压变异性与易智能状态量表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评分的相关性

类别 24h收缩压 24h舒张压 24收缩压变异性 24h舒张压变异性

易智能状态量表评分

r 值 -0.102 -0.098 -0.258 -0.125

P 值 0.237 0.258 0.015 0.095

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评分

r 值 -0.083 -0.094 -0.214 -0.099

P 值 0.463 0.378 0.028 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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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血管性痴呆是指由于缺血性脑卒中等重大心血

管疾病导致的颅内部分区域灌注不足，而导致的认

知功能障碍，多见于老年人［2］。研究发现高血压病

患者血压变异性增大，且与患者靶器官功能损害有

关［3］，而血管性痴呆患者的发病也是以血管病变为

基础，因此我们推测血管性痴呆患者血压变异性可

能与正常人有差异，且与临床症状有关。既往研究

证实了血管性痴呆患者收缩压、舒张压、收缩压变

异性和舒张压变异性等增大［1］；合并高血压的血管性

痴呆患者血压变异性显著高于单纯高血压患者［4］。

说明血管性痴呆患者血压变异性增高，但这些研究

未对其临床意义进行探讨。

本研究发现血管性痴呆的老年患者 24h 收缩压

变异性和 24h 舒张压变异性显著高于健康老年人，

且 24h 收缩压变异性与 MMSE 和 ADL 评分显著负相

关。MMSE 和 ADL 评分均是血管性痴呆患者常用的

评价指标，其得分越低说明症状越严重。这表明血

管性痴呆患者 24h 收缩压变异性增大可能患者病情

严重度相关。尽管相应的机制还不是很清楚，但在

高血压、脑梗死等患者中的同样发现了血压变异性

增大与认知功能下降有关［5-7］。

正常情况下，血压会因内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这种动态的血压变化被称为血压变异性，是机体的

一种自我调节过程，以保证心脑肺肾等重要脏器的

血流灌注。但如果血压变异性不受限制增大，同样

可损害靶器官。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在血压变异性

中起到了重要的负调节作用，以防止血压变异性过

大。然而在病理条件下，如血管性痴呆，机体对血

压变异性的调控能力降低，因此血压变异性可明显

增大。首先，血管性痴呆患者发病的基础是血管重

大病变，这类患者往往伴有全身血管的粥样硬化等，

血管顺应性下降［8，9］，从而导致血压变异性增大。此

外，血压变异性主要受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负调控，

而血管性痴呆患者由于基底节、丘脑梗死等原因，

迷走神经等自主功能下降［10］，从而对血压变异的调

控能力降低，而导致血压变异性增大。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发现血管性痴呆老年患

者 24h 收缩压变异性增大，而且这种异常可能和患

者神经功能障碍有关。必须指出，我们的研究只是

初步研究，样本量比较小，仅仅发现了血压变异性

和痴呆症状存在相关性，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

实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相应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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